
 

 

 

 

 

 

 

 

四国中央市国际交流构想 

 

~做为一名市民大家一起来考虑创建四国中央市 

 

 

平成 26年 2月 

四国中央市  



 

              前  言 

 

 

 
随着情报通信技术等的发展，以经济为首的各个领域的国际化正在加速。这

正是今天围绕着我们的社会环境。 

四国中央市作为日本第一的纸城，我们对与纸相关联的技能实习生们寄予希

望，期待能够通过技能实习生们的技术转移达到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的目的。 另

外，多年来市民团体积极进行的与包括姐妹城市在内的世界各国进行的交流活动，

使本市的国际交流得到了不断的发展。 

现在市内居住着有不同文化和语言的 19个国家约 600名外国籍的市民，迫

切地需要我们建设一个多种文化共存的城市。 

为此，我们拟定了一个“四国中央市国际交流构想（平成 26年度～平成 35

年度）”（以下称“构想”）。本构想确立了本市的国际化的方向性、方针，发

展和深化国际交流以及国际协力。其中包括了为了让外国人也能愉快地在这个城

市生活而需要进行的各种支援，企业前往海外发展需要进行的各种支援。 

本构想是在市民与行政机关都认识到国际化的必要性的基础上，共同思考行

动，不断推进的构想。我们认为在实施的过程中，需要与市民，相关团体，企业，

社区，教育机关等携手共进。 

最后，在制定本构想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市民，“四国中央市国际化恳谈

会”的成员们及“四国中央市国际交流构想委员会”的成员们的宝贵意见，我向

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平成 26年 2月 

四国中央市长 筱原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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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有关构想的制定 

1.制定构想的背景和宗旨（为什么要推进国际化） 

现在围绕着全世界的状况是世界人口超过了 70亿，在新兴国家的经济急剧发展过程

中，出现了许多的诸如人口、环境、贫困、能源、纷争等社会课题。 

在我国随着急剧的少子老龄化，人口的不断减少而引发了劳动力不足的担心，再加

上情报、金融、物流、服务行业等领域的国际化的急剧扩大，迫切地需要有相对应的办

法。 

总务省为了支援地方国际化的推进，在平成元年发布了“有关制定地方国际交流推

进大纲的指针”， 平成 7年发布了“有关制定自治体国际协力推进大纲的指针”， 平

成 18年发布了“地方多文化共生计划”。 

平成 24年 7月根据“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入管法）”，“住民基本台账法”的

部分修正，新的再留管理制度及外国人住民也成为住民台帐法的适用对象等制度都使得

行政服务变得更加方便了。 

虽然本市在市村镇合并之前就已经与宣州市缔结了友好城市，与新西兰学校进行了

相互交流等国际交流活动，但是今后国际交流应该朝着什么样的方向推进，如何去应对

无国界化的社会和多样化文化共存等等的方针还没有确定下来。 

在这样的形势下，平成 19年度实施的“四国中央市自治基本条例”中就有关国际交

流做了决定，并在“第一次四国中央市综合计划后期基本计划”中正式将制定国际交流

构想纳入其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顺利应对包括国际交流、国际协力、多文化共生社会及经济

交流等的地方国际化，需要市民、国际交流协会、社区、民间团体、企业、当地宣传机

构、相关机关团体及行政机关等的相互协力，作为一名市民来考虑，一边创建，一边确

定方向性，逐渐推进国际化发展的区域社会已经迫在眉睫。  



第 2章 有关构想 

1.制定构想的目的（为什么要制定） 

（1）与市民一起认识国际交流、国际协力、多文化共生及经济交流等国际化的必要性。 

（2）与市民一起制定 10年的方针及政策的推进。 

（3）与市民一起协力不断推进完善一个能够长期运行的体制。 

2.构想（城市像）（以什么样的城市为目标） 

3.构想的定位及期间（处在什么位置，何时实现） 

本构想是确立在《四国中央市自治基本条例》的基础上，隶属其中的重要计划《四

国中央市综合计划》中的一个单独计划。该构想是在顾全国家计划及市的相关计划的大

局下制定的，因此可以根据社会形势等的变化进行必要的修正。 

   本构想的期间为从  平成２６(2014)年度到平成３５（2023）年度（10 年） 

 

4.制定构想的体制（如何制定的） 

   在制定本构想的过程中，设置了以四国中央市国际交流协会为首的 18名与国际交流

相关的团体及个人组成的“国际化恳谈会”，通过对市民的民意测验，对市民的实际状

态及想法做了研讨，并听取了意见。在市内设置了“市府内部工作小组”，进行了对策，

事业的研讨后拟成了草案。 

根据草案，由公开招募的市民，学识经验者，国际交流推进团体等组成的“四国中

央市国际交流构想委员会”进行研讨后正式编成了构想的原案。  



第 3章 有关目标与实施 

1.目标与重点实施（为实现构想的具体目标是什么） 

 目标 1  ～与世界连接在一起的城市～ 

         推进所有领域的国际交流，国际协力 

重点实施   培养国际感觉和认识 

           国际交流活动参加人数 1 万人 

目标 2  ～无国界的互相理解的城市～ 

      推进建设多种文化共生安心安全的城市 

重点实施  强化对日语及有关日本社会、文化学习的支援，

以及灾害来临时的对策。 

目标 3  ～一起繁荣的经济交流城市～ 

        强化对企业向海外发展的支援机能 

重点实施  与企业一起强化与海外发展支援机构的合作。     

目标 4  ～大家一起创建相互协同的城市～ 

         建立一个持久久的推进体制 

重点实施  强化和充实民间国际交流团体的网络化 

及推进母体。 

  



２．目标和实施的体系图 

 

 【目标】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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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所有领域的国际 

交流，国际协力 

1.推进与友好城市的交流                             
2.培养市民的国际感觉和认识                       
3.推进国际教育                                           
4.推进文化，体育，学术交流                   
5.推进青少年交流                                               
6.举办国际交流活动                                   
7.推进国际协力 

推进多种文化共生，建设 

安心安全的城市 

1.建设一个外国人也容易生活的城市                                                 
2.完善适应国际化的服务和社会体制 

强化有关对企业向海外发
展的支援机能 

1.完善地区产业基盘                                 
2.推进地区产业的国际化                                          
3.协力接受外国人实习生                                
4.用多种语言发出信息 

建立一个能持久推进的体制 

1.完善市府内部的推进体制                    
2.发挥外籍职员的能力                            
3.完善协同的推进体制 

4.培养外国人的地区骨干及市民义务工
作者                                                          
5.确保国际交流设施的修整和活动资金 



３. 各部门的角色（被期待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国际交流协会（协会） 

作为承担市民团体的中心角色、与行政部门及各种团体携手推进国际化。 

◆行   政（担当各科）  

为了应对国际化的计划，实施过程中除了须与各部门协调外，还要推进完善及调整活

动环境。 

◆与教育相关的机关（小学，中学，高中，大学，教育委员会）  

在培养能够对应国际化的市民的同时与多种团体一起支援外国人儿童、学生。 

◆外国人雇用组合・企业  

尊重外国人劳动者的人权，创造安全·安心的劳动环境，考虑到外国人的生活环境。

参加与当地居民的交流活动。 

◆市民（日本人・外国人）  

对多种文化努力相互认同、理解，一起为本地的国际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民间团体 

发挥各团体独有的情报及优势，与各种团体协力互动推进当地的国际化。 

◆社区 

行政或协会要共同推进社区内的多文化共存，提供一个日本人，外国人都能容易参加

活动的环境。 

◆政府机关 

根据丰富的人才网络及情报的提供，对自治体行政予以支援，对协会进行的国际化推

进予以支持。 

◆企业 

在各个企业的活动中，推进地方产业的国际化，为社会做贡献。 

◆地方宣传机构 

为支援地区国际化提供国际化事业的情报。  



4.各个目标的实施与主体（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谁为主体） 

 目标 1 推进所有领域的国际交流，国际协力 

  【方针】与友好城市的交流至今为止一直由协会牵头再加上行政，市民的参加得到了

发展。今后也将是在行政支援下，由协会，民间团体推进范围更广的各种交流活动。另

外，积极尝试培养市民在各种场合下的国际感觉，国际认识。 

实施 具体实施办法 主体 

推进与友好城市的

交流 

协助、支援国际交流活动团体 行政・教育相关机关・市民・民间团体・企业・ 

地方宣传机构 

大学生、小・中・高中学生，教师，职员的交流和派遣 教育相关机关・行政・协会 

教育、文化、体育等交流活动 教育相关机关・行政・民间团体・协会 

地区的经济交流 协会・企业・民间团体・行政 

与各种城市的交流（伙伴关系的交流） 民间团体・协会・行政 

培养市民的国际感

觉和认识   

举办国际理解讲座，研讨会 协会・官方机关 

接受住宿家庭，短期家访 协会・市民・教育相关机关・民间团体 

国际理解的宣传 协会・民间团体・行政・地方宣传机构 

推进国际教育 充实外语教育 教育相关机关・协会 

充实国际理解教育 教育相关机关・协会 

推进文化，体育，

学术交流 

举办美术展、音乐会、戏剧、体育大会或 

对这些团体的支援 

民间团体・协会・行政 

招致国际会议 行政・官方机关・民间团体・协会 

推进青少年交流 青少年的海外派遣及接受外国少年 协会・教育相关机关・市民 

举办国际交流活动 招致・举办国际专题讨论会，研讨会， 协会・行政・官方机关 

推进国际协力 
通过JICA等机构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合作 行政・企业・民间团体・市民 

协力并充分发挥青年海外协力队事业 市民・行政・协会 

募集资金活动 市民・协会・行政 



目标２ 推进多文化共生，创建一个安心，安全的城市 

  【方针】根据本市的特征、市民的理解、外国人市民的实际情况及需要等等，和市民一

起共同推进创建一个外国人市民也能生活方便，能应对国际化的服务及市政。 

实施 具体实施办法 主  体 

 

 

 

 

 

 

 

 

 

 

 

 

创建一个对外国

人来说也容易生

活的城市 

用外语表示（公共记号・地图・指南图），提供情报 行政・协会 

提供用多种语言表示的生活情报（灾害・医疗・教育・居住・交

通・电力・煤气・垃圾・活动等） 

行政・相关机关・协会・企业 

在外国人住民登录窗口等地增加信息机能（用多语言提供必要的

各种业务的情报、与国际交流担当者形成网络） 

行政 

在当地开始新生活时实施适应性教育 行政・雇用组合 

设立当地居住的外国人与居民交流的场所 

（邀请参加地区的活动等，组织与当地外国人的交流会） 

社区・雇用组合・协会・行政 

开设专为外国人的生活咨询服务 政府机关・行政・协会 

充实日语学习的支援 协会・雇用组合・行政 

【居住】 

・提供信息帮助解决居住，消除入住差别 

行政・协会・社区 

・入住后的适应性教育 行政・社区 

・推进以自治会为中心的组织活动 社区 

【教育支援事业】 

・入学时的支援 

教育相关机关 

・日语学习的支援、交流及其他 教育相关机关・家长・行政・协会・ 

社区 

・宣传幼儿教育制度及多文化的对应 教育相关机关・行政・协会 

【劳动环境】 

・与工作介绍所联手支援就业。 

行政・政府机关 

・与商工会议所联手改善就业环境 行政・政府机关 

・举办针对外国人的日语及生活习惯等的讲座 行政・雇用组合 

・针对雇用外国人的企业举办介绍各国生活习惯的讲座 雇用组合・行政・协会 

・支援外国人创业 行政 

  



 

实施 具体实施办法 主  体 
 

 

 

 

 

 

 

 

 

 

 

 

创建一个对外国人

来说也容易生活的

城市 

【医疗・保健・福祉】 

・提供有关可以对应外国语的医院・药局的情报 

行政・医疗机关 

・提供多种语言的问诊表格 行政・医疗机关 

・在体检或健康咨询时，派遣翻译义务工作者 行政・协会 

・在母子保健或保育方面采取必要的应对 行政 

・对高龄者・残疾人的对应 行政 

【防灾】 

・灾害对应 

行政・雇用组合・企业・协会・社区 

・紧急情况时及时掌握外国人居民的所在 行政・雇用组合・企业・协会・ 

・灾害时义务翻译工作者的培养・支援、合作・协力 行政・协会 

・与周边广泛区域协议在大规模灾害来临时的互相支援 行政・协会 

・灾害时用多语言，多媒体向外国人传递情报， 行政・协会・媒体 

【对区域社会的启发】 

・向社区居民进行多文化共生的启发教育 

行政・协会・教育机关・ 

当地媒体 

・创建一个多文化共生据点 行政 

・举办谁都能参加的交流活动 国际化推进实行委员会 

【外国人居民的自立与社会规划的参与】 

・培育骨干人员网络・自助组织等 

协会・行政 

・导入一个能让外国居民的意见也能反映到社区对策中的组织结构 行政 

・外国人居民对社区规划的参与 行政・当地媒体 

・对区域社会有贡献的外国人居民的表彰制度 协会 

完善适应国际化的

服务社会体系 

・行政・协会的网页的多语言化 行政・协会 

  



目标 3 强化有关对企业向海外发展的支援机能 

  【方针】为了推进企业的海外发展事业，就需要掌握各国的法律、规章制度、税制、

商业习惯等复杂的实务情报和知识。此时，充分运用行政网络，尝试与各种进军海外的

支援机构合作，尝试强化针对各企业的课题能提供的最适当支援的机能。 

实施 具体实施办法 主体 

完善地区产业

基盘 

四国中央市工业振兴构想的实施 行政 

推进地区产业

的国际化 

支援海外展示，促进销售 行政・国家机关 

协力接受外国

人实习生 

促进创建多文化共生社会 行政・雇佣组合・协会・企

业・社区 

用多种语言发

出信息 

用多种语言制作观光小册子 行政・团体 

  



目标 4 建立一个能持久推进的体制 

  【方针】为了推进地区的国际化，必须由行政部门贯彻实施，协会，团体，市民，企

业，地区，相关机关等发挥各自的作用，大家一起携手，共同推进。另外，要构筑一个

能持久推进的体制，不能缺少各部门的后继人才的培育。 

实施 具体实施办法 主体 

完善市府内部

的推进体制 

培育有国际感觉的职员 行政・教育相关机关 

设置市府内联络协议会 行政・教育相关机关 

发挥外籍职员

的能力 

为了推进国际交流充分发挥外籍职员的作用 行政・教育相关机关 

充实并充分发挥外国职员的语言指导作用 行政・教育相关机关 

完善协同的推

进体制 

强化、充实推进母体 协会 

民间国际交流推进团体等的网络化 

（设立「国际化推进实行委员会」） 

相关团体・市民 

与多种团体携手 行政・协会・国家机关・民间团体・ 

社区・市民 

培养外国人的

骨干及市民义

务工作者 

发掘、培养外国人的区域骨干 协会・行政 

【市民义务工作者的培养】 

・义务翻译工作者的登录・发挥作用 

协会・行政 

・义务接受住宿家庭，短期家访的家庭登录・ 

斡旋 

协会・行政 

・充分发挥辖区内外国人居民的作用 协会・教育相关机关・社区 

确保国际交流

设施的修整和

活动资金 

完备国际交流协会等能顺利开展活动的设施 行政 

【国际交流基金的设立】 

・确保来自企业、个人的赞助金等 

行政・民间团体・协会 

  



第 4章 有关推进体制 

1. 推进体制图（什么样的体制） 

 

 

  做为一名市民大家一起来考虑创建 

四国中央市 

实现 

平台 

【协同・合作】 

国际化推进实行 

委员会 

四国中央市 

大学・高中・ 

中小学 

教育机关 

外国人 

雇用组合・

雇用企业 

外国人居民 

国・县等相

关机关 

民间团体等 

日本人居民 

企业 

当地媒体 

社区 

国际交流 

协会 



第 5章 有关运行管理 

1. 运行管理的方针（如何运行管理） 

本构想的事业计划，将在每年度以「市府内部联络协议会」、「国际化推进实行委

员会」的意见为基础制成，并实施。但是有关实施的评价，因为 1个年度效果不明显，

另外也考虑到本市财政状况的影响，前期第 5年报告 4年中的具体实施情况，并在后期

具体实施中能反映出来，进行检查，评价。构想实施第 9年开始进行总点检、重新评价,

对下一期的计划提出建议，规划。 

 

进行管理图 

 

前期 后期 

平成26年度 

2014 

平成27年度 

2015 

平成28年度 

2016 

平成29年度 

2017 

平成30年度 

2018 

平成31年度 

2019 

平成32年度 

2020 

平成33年度 

2021 

平成34年度 

2022 

平成35年度 

2023 

·点检、评价前期实施及事业情况 ·对国际交流构想的总点检，再评价 

·对下期计划提出建议、规划 


